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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0年 3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 14樓委員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主任委員志民                    紀錄：邱佳芸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109年第 3次會議）紀錄 

決議：洽悉。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上次會議（109 年第 3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謹報請公

鑒。 

委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石科員璥豪 

序號 4報告案七，本案公平會已於「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

109 年度專題演講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表欄位 1-2 補充公平交易法

學會會員男女比例(詳第 20 頁)，建議增加男女會員實際人數之數

據，作為評估本計畫建立逐年提升人數較少性別講師比例之性別目

標參考資料。 

胡委員光宇 

有關性平處建議事項，本處將就目前公平交易法學會會員性別

比例及會員人數進一步瞭解後，視況參酌辦理。 

左委員天梁 

序號 5 報告案四有關勉勵同仁對性平業務的付出，給予撰寫性

平相關報告同仁適時予以鼓勵一事，公競處擬於現有的獎勵額度內

處理。 

決定： 

一、洽悉。 

二、請規劃處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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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為更新本會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案，謹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表 8 是本次新增的統計資料，除了男女人數的統計之外，希望

能夠增加性別比例(百分比)的統計，如此一來，在生理假或產前假

方面，即可以看出不同年齡的百分比。 

陳委員美智 

黃委員所提意見，人事室配合辦理。 

決定： 

一、洽悉。 

二、表 8請人事室依照黃委員意見修正。 

第三案：本會 109 年 1-12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謹報

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四案：本會 109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報送案，謹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五案：有關本會 108 年度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業之調查研究報

告案，謹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陳召集人志民 

報告中提及女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係以「貼補家用」

為首，而男性傳銷商則以「實現自我」為首。所謂「實現自我」主

要是指經濟上的嗎? 

左委員天梁 

「實現自我」基本上而言是比較心理層面的，不過當然也有經

濟上的考量。 

王委員素彎 

一、在第 66 頁「表 1 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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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這一欄位，係比較 107 年跟 108 年兩性領取人數及百

分比的增減，目前表 1 上「增減」那欄括號內的數字(+1.03%)

是男女性結構占比的差異(即 72.3%-71.27%)，建議可以增列計

算人數的年增加率(即 8.95萬人除以 59.68萬人)。 

二、本報告內容完整，相關分析結果可增進一般人對女性傳銷商在

傳銷產業之定位，建議公競處可以製作簡單的 Powerpoint放置

本會網站性別平等專區，使更多人瞭解傳銷產業中的性別議題。 

黃委員馨慧 

一、在第 65頁提到傳銷事業男性以自我實現的比例較高，女性以貼

補家用比例較高，但第 68頁的結論表示，多數傳銷事業領取較

高佣金或獎金的傳銷商，女性高於男性，且女性平均的領取金

額也高於男性。女性貼補家用反而領的比男性自我實現多，似

乎跟一般的想法有些出入，值得探討。 

二、一般來說，報告除了絕對數字之外，最好加上百分比呈現，以

利看出比例上的差異。 

左委員天梁 

從第 66頁的表來看，女性傳銷商在 108年時平均全年領取的獎

金是 37,342 元，比 107 年的 42,490 元降低了一些，本處分析原因

可能是 108年的總獎金金額比 107 年只增加 3.02億，而女性傳銷商

總人數增加了 8.95 萬人，稀釋之後，女性取得之年度獎金金額反而

是下降的。至於結論中提到，高階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之情形女

性傳銷商多於男性一節，因為傳銷主要的商品為保養品及美容方面

產品，所以女性只要相當的投入，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業績。內容雖

如委員所述，似乎有點矛盾，但本處調查結果呈現的確實是這樣一

個現象。 

黃委員馨慧 

第 68頁「綜上所述，多數傳銷事業領取較高佣(獎)金之高階傳

銷商中，女性傳銷商多於男性傳銷商，且女性傳銷商平均全年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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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獎）金金額亦高於男性傳銷商，此似乎可說明傳銷商獲取佣（獎）

金之多寡在於其投入程度、銷售及經營組織能力，與性別無必然關

係。」如要以上開文字作為整個研究調查的結論，建議強調在高階

傳銷商的調查結果是這樣，而非推論到全體傳銷商都與性別無必然

關係。 

王委員素彎 

一、第 65 頁「圖 5 108 年兩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係由

傳銷事業所提供的資料，是否為複選?如果為複選，建議加註說

是複選的結果。另兩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既是由傳銷

事業勾選提供，並非從傳銷商調查得來，得否代表傳銷商加入

的真正原因，值得商榷。因此，這部分資料在解讀上應小心謹

慎，不要陷入迷思。 

二、第 67頁「圖 6 108年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總體概況」上

面領取佣金前十名的男女，底下有一個女性人數占多數(即大於

6)之事業，請教為什麼是大於 6﹖是大於 6，或大於等於 6﹖ 

左委員天梁 

一、有關黃委員所提綜上所述部分，主要是要突顯女性是真的有能

力。當然結論不該只從單一面向來看，未來本處可以多從幾個

面向探討。 

二、有關王委員所詢事項，調查資料確實是傳銷事業提供，相信傳

銷事業填答問卷時，內部應該是有所依據，此可由部分傳銷事

業並未就此項問項填答可看出。另女性占大多數係指大於等於

6，併予說明。 

陳召集人志民 

本報告雖已簽陳奉可，但仍可以修改，請公競處依委員意見進

行修正，並提下次會議報告，因為整個數字的調整，也許結論可能

會出現不一樣地方。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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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悉。 

二、請公競處依照委員意見修正，並提下次會議報告。 

第六案：有關本會 110 年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案，謹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石科員璥豪 

本計畫訂有性別目標及執行策略(第 84頁)，建議將主要的執行

策略納入計畫書草案適當章節，並於檢視表欄位 2-2 敘明納入章節

之頁碼。 

黃委員馨慧 

針對經費編列的合宜性，程序參與者郭委員提出意見「未特別

針對縮小落差部分有性別預算之編列，未來可考慮加入。」因為報

告內容表示本會每一點都有採納，但多年來本會似乎沒名目可以編

列性別預算，因此想瞭解未來本會是否可以加入性別預算﹖如果沒

有的話，說明清楚即可。 

綜合規劃處陳專員立哲 

「國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整個活動經費中，主要支

出為講師費，其餘並無特別的費用。例如在場地部分，活動主要在

公設的場地辦理，不會有場地費用的支出。此外，整體教師的結構

存在一點點的落差，因此本處會努力的往 3 分之 1 的性別目標去加

強，但沒有辦法透過其他經費的補助去彌補這段落差。本處只能在

計畫開始前行文給各個機關或教育單位時，鼓勵不同性別的老師都

能踴躍參與。 

胡委員光宇 

一、國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研習對象為一般教授公民課

程的老師，所選擇的場地是公設場地。有關郭委員建議考慮編

列性別預算，剛剛同仁已把實際狀況跟各位報告。剛雖有提及

本計畫將把性別議題適時融入到我們講座的課程，但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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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並不會很高。此外，本處在考慮場地時，會選擇可以讓不

同的性別的參與者能夠得到方便和舒適的授課空間，因此就不

需要額外增加預算去補充那個場地的不足。 

二、本處暫不考慮對於主辦的縣市在性別比例上面達到一定的要

求，或者是說有做什麼特別調整後，給予額外的補助等做法。

目前將以計畫書規劃的方式進行，未來視執行的情況或參與教

師的反應，再做相應的調整。 

陳召集人志民 

委員意見請業務單位列為參考，未來視執行的情況，做適度的

調整。 

決定： 

一、洽悉。 

二、請規劃處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修正，並將黃委員所提意

見列為參考。 

第七案：有關加拿大競爭局落實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案，謹報請公

鑒。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鑒於競爭與性別議題尚在起步階段，雖然國際上尚無具體推動

結果，但國外主管機關如何推動、如何思考，如會議資料第 96頁業

務承辦人要思考的 7 個關鍵問題，建議可提供同仁參考，以利評估

能否轉化為本會執行業務所用。 

決定： 

一、洽悉。 

二、請規劃處依黃委員意見將報告送各處室參考，俾利同仁瞭解國

際發展新趨勢。 

第八案：有關本會就 OECD「競爭政策與性別」報告策進作為之辦理

情形案，謹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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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王委員素彎 

有關會議資料第 98頁整平女性在特定市場的競爭場域，所提之

特定市場如兒童照顧產業、老人照顧產業、醫療照顧產業等，與公

平會職掌較無直接關聯，較不需要做相關研究，但就第 104 頁市場

界定部分，建議可思考如何於本會業務融入相關性別觀點，以不實

廣告為例，可考慮與性別較相關之特定產業，如刮鬍刀、內衣等，

對主要消費者性別有無影響。 

左委員天梁 

公競處不實廣告案件多來自於檢舉案，近期尚無刮鬍刀、內衣

商品之檢舉案。 

胡委員光宇 

本會曾辦理美容瘦身商品如塑身衣等處分案件，未來倘有類似

案件，或可嘗試帶入性別觀點。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王委員意見，請公競處納入未來辦理相關業務之參考。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有關本會「推動性別平等業務精進事項」110 年執行項目之

規劃分工，謹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陳委員美智 

人事室辦理之訓練及活動對象為會內同仁，僅在辦理家庭日活

動時，因活動性質需要邀請同仁眷屬參與，屬對外活動，未來在辦

理家庭日活動時，將配合就相關性別議題加強宣導。 

李委員月嬌 

有關建議秘書室就設施修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一節，經查秘書

室今年及明年並無規劃辦理大型設施修繕，只有零星、臨時性的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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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設施修繕，恐將影響 112年考核績效。 

胡委員光宇 

秘書室除硬體設備外，尚有其他軟性業務，建議秘書室可針對

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李委員月嬌 

有關環境教育活動之辦理方式及場地，均依環境教育法規定辦

理，且實施對象為會內同仁，是否適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建議再

予評估。 

王委員素彎 

一、有關向民間私部門辦理性平課程或性平宣導活動，目前僅規劃

由公競處辦理，惟其他處室針對不同產業辦理宣導說明會時，

亦可辦理性平課程或性平宣導活動。 

二、有關性別影響評估案，因公平會較少法案或中長程個案計畫，

鑒於經濟部工業局不少案件採用性別影響評估之簡表，公平會

非法律修正案或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其他案件如研究案等能否適

用簡表，以降低同仁業務負荷？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石科員璥豪 

一、關於性別影響評估案表格適用問題，性平會網站已公告中長程

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並臚列簡表適用範圍，是王

委員所提經濟部工業局案例應屬其中項目。 

二、有關公平會較少對外之大型計畫部分，性平處雖規定法案或中

長程個案計畫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但不限於此。性別影響評

估為性別主流化工具之一，目的是透過評估流程，養成承辦人

帶著性別意識去研擬或執行計畫，因此養成性別意識才是重

點。未來推廣方向是鼓勵各機關可就法案或中長程個案計畫以

外的其他案件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故非對外案件亦可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 

辛委員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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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秘書室亦可朝人力外包案、一般性採購案或委託研究案思

考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李委員月嬌 

秘書室將就主辦之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屆時再請

規劃處提供協助。另委託研究案之構思與規劃者為需求單位，秘書

室係配合辦理招標作業，建議宜由需求單位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胡委員光宇 

建議秘書室先就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至其他處室

表示其宣導對象為事業，且 110 年宣導活動多已規劃完竣，較不易

就性平議題辦理宣導課程或活動，但可配合於會場發送規劃處自製

之性平文宣。考量在 111 年底前尚有時間，建議其他處室可共同參

與，並參考規劃處 109 年辦理之專題演講及教師研習營性別影響評

估案，思考主政之宣導活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可行性。 

黃委員馨慧 

關於辦理對外性別平等宣導部分，辦理項目並不限於製作海

報，亦可透過其他方式如公平交易通訊或電子報進行宣導。例如於

通訊或電子報刊登與性平相關之報導，或者摘述之前辦理調查分析

報告之重要結論，亦可列計。 

陳委員美智 

如黃委員所述，考量公平交易通訊或電子報係屬本會對外文宣

品，於通訊或電子報刊登與性平相關之報導，亦可納入對外性平文

宣成績，本項評核項目主要係對外性平文宣，建議將辦理單位納入

相關業務單位，讓內容更加豐富多元。 

決議：請秘書室就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為辦理 110 年度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

核作業案，謹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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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鑒於 110 年公平會為書面考核，且須於 6 月底前完成自評作業，

惟下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時間預定於 7 月，建議逐項檢視各項

目內容及佐證資料是否符合考核基準之要求。 

二、為節省開會時間，僅先就考核項目「一、基本項目部分」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另請規劃處修正資料後，務必送請委員協助檢

視及提供意見。 

（一）有關人事室辦理之家庭日文宣，建議可再留意傳達意象的

呈現方式，避免刻板化性別角色。 

（二）建議「一、(一) 2.宣導效益」提及之公平交易通訊或電子

報，亦可列入「一、(一) 1.自製性別平等宣導文宣」。 

（三）因本次為書面考核，建議將各考核項目之不同佐證資料分

開呈現並加上頁次，製成目錄冊，以利考核委員能快速查

閱及對應資料。 

（四）有關「一、(二) 1. (3)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之說明，

滿分為 3 分，本會自評 2 分，建議應增列公平會盡力辦理

之相關文字，並請各處室再檢視有無其他向民間私部門推

動性平之情形。 

（五）建議「一、(三) 2.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國際交流業務情形」

將本次會議加拿大競爭局落實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之報

告列入佐證資料。 

三、建議規劃處將性平處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再提供各處室參考，

請各處室在設定時限前重新檢視，並就未達滿分項目評估有無

可再加強之處。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石科員璥豪 

會議資料第 194 頁有關公平會 110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考核自我

評量表第六部分之加分項目，因宣導性騷擾事件之處理流程與機制

屬於法定之防治性騷擾事項，不列入考核加分，建議無須填列。 

決議：請規劃處依黃委員意見，調整自評說明內容及佐證資料呈現



 11 

方式。 

第三案：有關辦理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 年）修正案，

謹提請討論。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石科員璥豪 

一、會議資料第 229 頁有關部會性別議題 2「倡議並鼓勵多層次傳

銷事業針對員工及傳銷商提供相關職場性騷擾防治、友善職場

環境措施，及促進其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策略「舉辦宣導活

動」之績效指標二「與會者同意參與宣導活動有助其瞭解性平

法令之比率」，109 年目標值為 86%，實際達成比率為 85%，為

落實性別目標，建議研議 110、111 年指標值至少為 86%之可行

性，並持續蒐集參與者意見，研議有效達成目標值之方式。 

二、會議資料第 230 頁，部會性別議題 3「促進宣導活動參與之性

別平等」：策略「鼓勵不同性別踴躍參與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

新增具體作法二「持續鼓勵不同性別參與本會主管法規說明

會，並依據相關統計資訊，瞭解參與者參加說明會之滿意度及

認知程度，作為未來精進宣導活動之參考」，建議研擬對應的關

鍵績效指標（例如參與者滿意度及認知程度比率）以利確認辦

理情形。 

左委員天梁 

有關部會性別議題 2 提升目標值一事，公競處可配合提升目標

值為 86%。 

胡委員光宇 

有關部會性別議題 3 增訂對應的關鍵績效指標一事，規劃處配

合辦理。 

決議：請規劃處參酌委員意見修正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並依限報送行政院備查。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4時 40分。 


